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

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
■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

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
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
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
勇前进

10月 29日，论坛志愿者们在室外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标志处打卡。

本报记者 孟雨涵 摄

■本报记者 王志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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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进博会开幕式 11? 4?在上海举行

习近平将视频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北京 10月 29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29

日宣布：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开幕式将于 11月 4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通
过视频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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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东方来———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艺术展”昨天在中华艺术宫揭
幕，10月 30日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展
期一个月。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浦东以这场别开生面的主题艺
术大展，感谢为浦东开发贡献力量的
社会各界，致敬改革开放进程中磅礴
的人民力量。

艺术展由 “改革巨变”“时代奋
斗”“人民城市” 三个篇章组成，5000

平方米的展厅内，既有反映重大国家
战略印记的绘画、摄影、雕塑和装置
艺术，也有体验城市发展变革的多媒
体互动场景，还有凸显人民美好生活
的情景式演绎和直播展示。浦东新区
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黄玮表示，回
首波澜壮阔的 30 年开发开放之路，

浦东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奋斗者们夜
以继日的奉献，提供了无穷的创作灵
感和激情。展览中，既用艺术家的力
作，勾勒出卓尔不群的浦东“天际
线”，也用普通市民的镜头，构筑起息
息相关的“地平线”，还用科技艺术融
合的手段，幻化成引人入胜的“网红
点”，这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

艺术展第一展厅以“改革巨变”

为主题，整个展厅从时间和空间两个
维度，展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高瞻远
瞩和恢宏壮阔。展厅入口处，由 1990

块珐琅铜盘组成的 《海纳百川 面向
世界》雕塑，重温了 1990 年“站在地
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的初心，头顶
展翅高飞的 365 只 3D ?印海鸥，则
代表着全年无休、 下转荩9版

本报讯 （记者 黄海华）第三届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今起三天在上海召开。 包括 61位
诺贝尔奖得主在内，共有 137 位诺贝尔奖、图
灵奖、菲尔兹奖、沃尔夫奖、拉斯克奖等全球顶
尖科学奖项获得者参加。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是由世界顶尖科学
家协会发起、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年度国际
科学家论坛。 论坛始建于 2018年， 于每年 10

月底在上海举行。

尽管遭遇疫情，今年参会的科学家人数不
仅没有减少，反而有较大幅度增加。分布在四
大洲 25个国家和地区的 137位世界顶尖科学
家、200余位优秀青年科学家，将在三天的会期
云上相聚，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球顶尖科学
家联动。论坛期间将有 130余场科学家独立演
讲、70余场主题峰会， 大部分活动将通过网络

向公众直播。

两位新鲜出炉的 2020 年诺贝尔奖得主，

哈维·阿尔特、 安德烈亚·盖兹将出现在参会
的顶尖科学家阵容中。美国病毒学家哈维·阿
尔特因为发现丙型肝炎病毒， 获得 2020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美国天文物理学家安德
烈亚·盖兹，因发现人马座 A*———一个 400多
万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获得 2020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秘书长王侯表示，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一定会在上海持续办下去，

办成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科学盛会，助推上海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本报今推顶尖科学家论坛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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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今开幕 疫情之年参会科学家反而大有增加

一次史无前例的全球顶尖科学家联动
137位世界顶尖科学家、200余位优秀青年科学家，将在三天的会期云上相聚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 通过“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

团结一心，顽强奋斗，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中央政治局主持全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2020年 10月 26日至 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革为主线，以?革创新为
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
安全，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

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
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起
好步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目标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革
开放迈出新步伐；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
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
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
新提升

1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2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动经济体系优
化升级

3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4 全面深化?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5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进乡村振兴
6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进区域协调发展和
新型城镇化

7 ?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

8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9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10 ?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11 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12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
相统一 公报全文刊 2版荩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
■预计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00万亿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

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
东方

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

坚持创新在全局中核心地位2035年远景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髴 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

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
前列

髵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
体系

髶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

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基本建成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髷 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

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
著增强

髸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
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髺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

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
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
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髽 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
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髾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

“十四五”目标有六个“新”


